UMTS -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规划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兴起，UMTS 网络的建立将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对网络规划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德国轰动一时的 UMTS 执照拍卖，引起了公众对这一新技术的极大兴趣。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
设正方兴未艾。这一全新的移动通信技术与传统的 GSM 网络规划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全球范围内，人
们正紧锣密鼓地开发和研制新的规划工具和计算方法，设计新的工作流程。

GSM 网络规划

GSM 网络规划基于基站的传播分析。根据基站的发射功率和天线配置，计算其覆盖
区域。通常只对下行链路进行计算，因为 GSM 技术不必考虑上行链路的情况。下一步是由网络规划工
程师分析所需的小区容量。根据计算得到的小区面积，就可借助电子地图估算各个小区的业务量，再通
过话务量模型(如 Erlang-B 或 Erlang-C) 算出所需的
信道数目。接下来就是给基站分配频率，要做到相同的频率只能在具有足够间距的小
区内重复使用，以免产生干扰。

如果将来网络必须扩容，网络规划工程师只需给相应的小区分配新的信道。只要在总体频率规划中还有
合适的频率，并且扩容量不超出基站的最大容量，就没有必要对网络作其它改动。否则，就必须增加新
的基站或扇区，还要重新进行频率计算和信道分 配。

UMTS 网络规划

CDMA 网络与 GSM 网络完全不同。由于不再把信道和用户分开考虑，也就没有了传
统的覆盖和容量之间的区别。一个小区内的业务量越大，小区面积就越小。因为在
CDMA 网络中，业务量增多就意味着干扰的增大。

这种小区面积动态变化的效应称为“小区呼吸”。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形象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一次
朋友的生日派对上，来了许多客人。同时讲话的人愈多，就愈难听清对话方的声音。如果开始时您还能
同位于房间另一头的熟人进行交谈，那么当房间内的嘈杂声达到一定程度后，您就根本无法听明白对方
的话。这说明谈话区的 “小区 半径”缩小了。UMTS 网络规划工程师面对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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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 UMTS 网络时，首先必须考虑网络的扩容性。网络规划工程师不可能象规划 GSM 网络那样，
简单地给相关的小区增配频率。网络规划初期就必须考虑一个确定的
信号余量，在计算小区面积时作为因业务量增多而产生干扰的“补偿”。这表明，从一开始，就需要用
较小的小区或者更多的基站建网，这也意味着投资成本的提高。如果业务量信号余量定得太小，那就只
有一条出路，即建造更多的基站。

网络规划工程师必须注意到上述问题，因为单一地提高发射功率并不能消除因业务量增多而引起的接收
信号的恶化。发射功率的提高只能改善某一小区的接收信号，其付出的代价是增加了对所有相邻小区的
干扰，从而影响了整个网络的通信质量。

提高发射功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 CDMA 小区的有效范围或容量(对 CDMA 网络来说两
者是同义词)。当 UMTS 网的发射功率提高一倍时，小区的容量只增加百分之十。发射
功率的提高虽然增大了小区的有效范围，但是为满足远程手机用户的需要，必须超比例地增加发射功
率，这必然影响到其他手机用户的通话质量。我们回到上述派对的例子，您可以通过提高嗓音同位于房
间另一头的熟人继续交谈下去，而其他客人为了听清对方的声音也必须同时大声说话。这样一来，整个
房间只能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

发射功率和小区容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渐近式的。UMTS 网络规划工程师必须减少网
络的满载率，因为 UMTS 小区的负载很容易达到饱和。具体参数取决于各种不同的业
务，当然也与网络运营商愿意承担的风险有关。一般来说，设计网络时满载因子预设
为百分之六十。在此，“小区呼吸”效应得到了应用。相邻小区之间可以相互补偿负载容量，人们称之
为软负荷。由于成本原因，不能大规模地增加网络的容量。对数据传输量很高的 UMTS 业务所作的数
学论证表明，服务小区从相邻小区借用负载容量的概率随数据传输量的增大而增加。这是一个令人满意
的结果。
远近效应问题
CDMA 网络的另一典型问题是所谓的远近效应问题。因为同一小区的所有用户分享相
同的频率，所以对整个系统来说，每个用户都以最小的功率发射信号显得极其重要。我们还是举上面派
对的例子，房间里只要有一个人高声叫嚷，就会妨碍所有其他在座客人的交流。 在 CDMA 网络中，可
以通过调整功率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 UMTS 网络
使用的是一个闭环控制电路，其频率为 1500 Hz 。而 GSM 网络用于调整功率的控制
电路频率为 2 Hz，并且只针对上行链路。
这种所谓的快速功率控制机制已经在 UMTS 硬件得到了实现。尽管如此，网络规划工
程师还会遇到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情况。当某一用户远离基站时，必须得到很大一部分发射功率，以至供
给其他用户的功率发生紧缺。这意味着小区容量与用户的实际分布情况有关。当用户密度很大时，可以
用统计平均值解决这个问题；而当用户数量很小时，则必须通过模拟方法对网络进行动态分析。
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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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TS 网络的业务量是非对称的，也就是说网络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数据传输量有
所不同。网络规划工程师首先必须分别计算两个方向的值，然后把两者适当地结合起来。这样，网络规
划工作就会非常复杂。上行链路是 UMTS 小区有效范围一个典型的
限制因素，或者说上行链路是受覆盖范围限制的(coverage limited)；而下行链路是受
容量限制的(capacity limited)。在上行链路发射功率由用户手机提供； 而在下行链路
发射功率由基站供给。因此，小区容量在下行链路更明显地取决于业务量的大小。
因为在 UMTS 网络的初建阶段，网络覆盖范围比业务量更重要，所以网络规划工程师首先局限于上行
链路的分析计算。这一点正好与 GSM 网络相反，因为 GSM 网络规划
主要涉及下行链路的计算。尽管如此，网络规划工程师必须兼顾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
两个方向，即两个发射方向的小区半径要一致。其目标就是找到这样一种系统配置，在给定业务量和相
应发射功率的情况下，使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小区半径相等。
在已经建立的 CDMA 网络中也会出现前面所述的一些问题。对 UMTS 网络来说，其复
杂程度更高。 UMTS 网络能同时满足对通信质量和业务量具有不同要求的各种业务，
包括简单的话音业务和传输率达 2 Mbps 的分组数据业务。
综合业务
实际上，UMTS 网络必须同时满足各种不同业务的需求。所以，网络规划工程师要综合考虑各种业务。
对通信质量要求不高的业务， UMTS 小区有着较大的覆盖范围；
反之，对一些通信质量要求很高的业务，其小区覆盖范围就很小。这样，网络规划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
不可能只考虑单一的 UMTS 小区半径，因为不同的业务对应于不同
的小区半径。如果把最小小区半径，也就是说把通信质量要求最高的业务作为网络规划的标准，那么建
网成本是及其昂贵的，也是不现实的。未来的 UMTS 网络规划工程师必须从中级业务的小区半径着
手，这样，小区实际有效范围只能部分满足高级业务的需求。目前，各大网络规划软件公司已经着手开
发和研制针对这种新的 UMTS 网络
综合业务的有效算法，这将成为这些软件公司的秘密武器。
其它不同之处
UMTS 网络与 GSM 网络相比，还有其它一系列不同之处。GSM 网络用分区的方法解
决容量问题。当一个小区的业务量过大时，该小区将分成多个扇区，并增加相应的天线。这种方法虽然
也可用于 UMTS 网络，但效果不大。一方面，小区覆盖范围的改变
会导致前面所述的远近效应问题；另一方面，相互重叠的扇区因为使用同一频率而彼此产生干扰。
UMTS 网络中天线的垂直张角(机械或电子的)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能减少相邻小
区的干扰，并能隐含扩大小区的容量。在实际应用中，可选择垂直张角较大的天线，其倾角为 7°至
10°。如果相应提高天线高度，则能弥补因张角大而带来的不足。
在此，多径传播已不再成为消极因素，而是理想的结果。因为接收机能将时延至少为 1 Chip (UMTS 网
络数据传输率为 3.84 Mbps，即 1 Chip = 0.26 微秒，相当于 78 米) 的信号组合成有效信号。
近天线端的前置放大器很少投入使用，因为上行链路单方面的信号放大，会破坏系统在上行链路和下行
链路两个发射方向上的紧密协调。近天线端的前置放大器虽然能提高上行链路的覆盖区域，但同时也减
少了下行链路的容量。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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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TS 网络在下行链路是受容量限制的。
此外，UMTS 网络还使用所谓的软切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手机用户可以同时分派给多个基站。这种
方式解决了网络信号的波动，但加大了网络的业务量，因为每个软切换会导致业务量的成倍增加。
UMTS 网络业务量的大小因不同的业务而不同。因此，对多种业务或综合业务来说，
传统的 Erlang 模型已不再适用。
与第二代传统的 CDMA 网络相比，UMTS 网络有许多不同之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UMTS 网络能异步运行，这就导致了传输信道的“非正交性”。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派
对的例子，即使理论上能作完美的安排，以确定谁在什么时间才能发言。但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目标是不
能达到的，因为所有客人的手表是不可能精确到同步的。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UMTS 网络规划与当前的移动通信网络规划
相比，其代价要大得多。 UMTS 网络规划是极其复杂的，因为许许多多的系统参数紧
密相关，必须同时计算。而当前的移动通信网络规划则把这些参数分开计算。
UMTS 网络规划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各个层面都具备新技术和新知识。第一是受过
专业培训的网络规划工程师，他们精通系统技术；第二是谙熟业务并富有远见的管理者，他们在建网初
期就能洞悉 UMTS 网络的扩容条件和成本；最后就是出类拔萃的规
划软件工具，这对 UMTS 网络规划是必不可少的。
CDMA 网络规划的经验虽然能给我们以启示，但这是有限的。单单由于业务范围的变
化，目前所使用的 CDMA 规划工具已不能满足 UMTS 网络规划的需要。因为无论在运算速度，还是在
精确度以及适用性方面，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UMTS 对网络运营商、
系统制造商以及网络规划软件公司来说， 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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